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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的處理，再通知負責人員做更進一步的處置。本文
將敘述第一階段與全濠公司共同研究的部份，作者

通訊應用範疇的課題已進展到了多元化，舉凡

以製作該通訊伺服器之驅動程式，以達到驅動多埠

設備、家電、移動式工作平台，均朝向整合式通訊

序列卡之送收及上層協定之存取，進而達到 IP 分

系統方向發展。本文將敘述一個具多序列埠通訊伺

享之功能。

服器在 Linux 下開發其此驅動程式及存取上層協
定如 PPP, SNMP等；並建立 Web Server 及 IP 分

2. 背

景

享之實作。文中將著重於驅動程式部份的探討，並
對實作結果做詳細描述與討論。
關鍵詞：通訊伺服器、驅動程式、IP 分享

1. 前

言
由於通訊科技已深入各個階層，讓各類的非

通訊設備、家用電器、或可移動式的工作平台經由
網路連結而相互通訊，進而達到遠端遙控的目的；
其中的技術包含有無線傳輸 (如 IEEE 802.11b、藍
芽技術、紅外線傳輸等 )及有線傳輸(如 Ethernet、
USB、RS-232、IEEE 488… 等不勝枚舉 )。然而既
有的舊設備中除了 RS-232 序列埠外，少有配備上
述的通訊裝置。因此如何將這類為數可觀的設備經
由網際網路做有效率的遠端控制，是一個值得探究
的課題。另外；由於這些設備須經由網際網路來傳
輸，因此 IP 位址不足的問題也將發生在這個研討
的課題中，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以 IPv6 及 NAT
(Network Address Translation)為主，在近期的實作
多以 NAT 為主。本文即針對這些課題提出以工業
電腦在 Linux 平台上實現一台具１６個序列埠的
通訊伺服器並將於未來提供網頁遠端遙控及智慧
型處理功能。使其可依即時性的資料擷取，經資料
庫中預設的智識庫(Knowledge Base)做出第一時間

首先探討 linux平台的裝置驅動程式(Device
Driver)的製作原理。

2-1 裝 置 分 類
裝置驅動程式介於核心程式 (Kernel)與其所控
制硬體裝置間的一層介面 (Interface)，其功能在於
簡化 Kernel 對所有硬體裝置的管理工作，藉由提
供 Kernel 一個完整通用介面，可將這些工作留給
各個裝置驅動程式來個別處理，因此 Kernel 不需
與每個裝置直接溝通，只要透過固定的驅動程式指
令(Primitive instruction)即可與所欲控制硬體溝通。
裝置驅動程式依據其行為可分為兩種不同的
裝置，一為字元式裝置(Character device)，字元式
裝置係按位元組順序來進行存取，且無法以緩衝器
系統(Buffer system)快取(Cache)，如同錄音帶中的
聲音以連續資料流形式被讀取與撥放一般；這就是
字元式裝置處理資料的方式。另一種為區塊式裝置
(Block device)，這裝置所讀取的資料是以區塊為單
位，並可透過緩衝快取系統進行存取。在大多數的
UNIX 系統上，一個區塊通常代表約一塊 1KB 資
料；但基於效率考量，作業系統基本存取單位都包
含好幾個區塊。圖一顯示字元式裝置與區塊式裝置
於 Linux Kernel 中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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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字元式裝置與區塊式裝置之差異性

圖三、通訊伺服器驅動卡之俯視圖

2-2 User mode 與 Kernel mode
程序(Process)在 Linux 系統下有兩種運作模
式，即使用者模式 (User mode)與系統管理者模式
(supervisor mode)， 後 者 又 稱 為 核 心 模 式 (Kernel
mode)，處理器是以這兩種模式來管理程序中指令
的執行。一般程序運作的模式會受到作業系統對其

圖四、通訊伺服器

使用的限制，例如使用者模式下之程序不能直接存
取硬體或執行逾越其記憶體範圍的指令。大多數作

4. 系統架構

業系統將各程式的運作空間分開，屬於作業系統運
作的系統程式與一般使 用者所執行之應用程式，各

系統架構如下頁圖五所示， 當 Client 端透過

自佔有不同記憶空間，彼此不會互相干擾。裝置驅

電話線路撥接至 Server 端時，Client 端與 Server

動程式或稱為模組(Modular)是在核心空間(Kernel

端會先進行交握(Handshaking)程序，一但交握成功

space)上運作，應用程式則是在使用者空間 (user

之後，PPP driver將被載入至系統，然後 PPP driver

space)上運作。

會送 PPP 封包至通訊伺服器緩衝器裡， 最後通訊
伺服器再將這些資料經由 RS-232 線路(如圖四所

3. 通訊伺服器之硬體

示)傳送至 Client 端。當然 PPP driver 也會讀取從
Client 端送至 Server 端之 PPP 封包，並將這些 PPP

圖二、圖三為通訊伺服器驅動卡(ISA 插槽)之正

封包解析後，回應給 Client 端。同時 Client 端之

視圖與俯視圖，此驅動卡以序列埠做為傳輸介面，

PPP driver 也會被載入至系統中，負責送出與讀取

本文主要探究撰寫這一張介面卡之驅動程式。圖四

封包，並將之解析回應至對方，如此 Client 端就可

為整個通訊伺服器之架構圖，此通訊伺服器目前提

以透過電話線路撥接至 Client 端，並連上 Internet，

供 16 ports 給使用者撥接至此通訊伺服器，當然還

進而可達到此通訊伺服器具備 IP 分享之功能。

可視使用者所需增加至 32 ports、64 ports 等等。

接下來試著撥號至另一台 server，如圖七所
client

server

My driver

示。圖七圈起來的地方可細分成兩個部分，atdt 指
示數據機撥號出去，5566 則代表所欲撥的電話號
碼。當 server 端接收到有人撥電話進來時，server

PPP

圖五、系統架構

的 modem 會將之接起來，此時雙方 modem 正在進
行交握動作(modem 會發出吵雜的聲音 )，一但交握
成功之後，會出現如圖八所示。代表已成功地遠端

5. 實作結果

登入本機。

目前已完成通訊伺服器介面卡之驅動程式撰
寫，並經由各項實測以檢驗通訊伺服器介面卡的驅
動以及資料的送收。目前通訊伺服器已具備兩項功
能：1.通訊伺服器可與 minicom、mgetty 等軟體溝
通成功。2.可透過 minicom撥號至另一台 server，
並在交握成功之後，遠端登入此 server。底下將說
明通訊伺服器與 minicom 軟體溝通各個細節及如
何遠端登入另一台 server。minicom起始畫面如圖

圖七、撥號誌入另一台 server

6 所示，圖中圈起來部份代表 minicom對數據機初
始化的命令，當數據機接收到這些命令後，數據機
會回應 ”OK”字串給 minicom 軟體，代表此次所執
行的命令已被成功地接收到。 但必須注意 modem
在未建立連線時是處於 command mode，也就是送
給 modem 的 data 會被當成 command 處理。 當
modem 與遠方建立連線後，modem 就會進入 data
mode，此時送給 modem 的字串都會被當成 data
送往遠端的 modem。

圖八、遠端登入主畫面
圖九顯示使用者登入系統成功畫面，因此使用
者只要透電話線與數據機即可遠端登入至另一台
server，並且可遠端控制此台電腦。

圖六、minicom 起始畫面
圖九、使用者登入系統成功

6. 結論與未來工作

[11] 碩誠資訊 linux’s BBS 站,
telnet://cynix.sayya.org

本文描述了在 Linux 平台上製作一個具多個
埠通訊伺服器之驅動程式，該程式不但提供連接各
個序列埠的通訊 PPP 資料以轉向 Ethernet 經由網
際網路傳送到遠端，並可將系統的設定與擷取資料
經由 PHP 及 MySQL 網頁工具讓遠端控制者即時
對通訊伺服器做設定；以此基礎可進一步建構出具
智慧型的通訊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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